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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LAB is not only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but also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achers can convenient use the MATLAB tool kit functions and showing the effect pictures of the
content that they are saying; they can create GUI interface programming, which make the
operaction of the programming much more convient; The fast Simulation can make true by using
the Simulink. The use of the MATLAB teaching method can not only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bstract knowledge,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lso to
stimulate learners’ interests to explore ne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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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ATLAB 不仅在工程领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也在电子信息工程教学中较多的应用。在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方便的调用 MATLAB 工具箱中的函数，呈现所讲
课程内容的效果图；可以创建 GUI 界面程序，方便学生的操作；可以通过鼠标拖拉 Simulink
组件快速进行仿真。这种利用 MATLAB 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提高了
课堂教学的效果，而且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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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运算的问题，对
这些抽象知识主要靠公式推导和实验课程中观察设备的效果图来进行理解[1-4]。由于理论的抽
象、实践机会不多，导致学生难以较快地掌握这些抽象的内容，通过调用 MATLAB 工具箱中
的特定函数[5-8]，可以在理论课教学的时候给学生演示所讲知识点的效果图，并且可以方便的
做出不同方法处理同样问题的性能对比效果图，也可以使用 Sinulink 来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
就可以构造出复杂的系统，可以快速看到系统的仿真效果图，使得教学效率比传统的教学方
法有较大的提升。
2. MATLAB简介
MATLAB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科学计算软件，被广泛的应用于自动控制、机械设计、数理统计、
经济和电力电子等工程领域和高等院校课堂教学科研中。工程技术人员通过使用 MATLAB 提
供的工具箱，可以高效的仿真工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可以对系统进行动态仿真，并通过
MATLAB 对仿真结果进行显示；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调用 MATLAB 中的工具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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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快捷的给不同学科的同学展示运算后的效果图，可以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同
时也可以激发学生对探索新知识的兴趣[9-10]。
MATLAB 语言被称为第四代计算机语言，具有不同于其他高级语言的一系列的特点。
MATLAB 语言丰富的内置函数，使的教师可以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而无需从头到尾敲代码实现
所有内容。使人们从繁琐的程序代码中解放出来，丰富的函数使得开发者无需重复编程，只
要简单地调用和使用即可。MATLAB 语言最大的特点是简单和直接。MATLAB 语言的主要
特点有：
2.1. 编程效率高
MATLAB 语言是一种面向科学与工程计算的高级语言，允许用数学形式的语言编写程序，用
MATLAB 编写程序犹如在演算纸上排列公式与求解问题。因此，也可通俗地称 MATLAB 语
言为演算纸式科学算法语言。
2.2. 高效方便的矩阵和数组运算
MATLAB 言像 C 语言一样规定了矩阵的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条件运算符
及赋值运算符，而且这些运算符大部分可以毫无改变的照搬到数组间的运算中。有些如算术
运算符只要增加“.”就可以用于数组间的运算。另外，它不需定义数组的维数，并给出矩阵函
数、特殊矩阵专门的库函数，使之在求解数字图像处理问题时显得大为简洁、高效、方便，
这是其他高级语言所不能相比的。
2.3. 用户使用方便
MATLAB 语言是一种解释执行的语言，它灵活、方便，调试速度快，需要学习时间少。人们
用任何一种语言编程和调试一般都要经过四个步骤：编辑、编译、连接、以及执行和调试。
各个步骤之间是顺序关系，编程的过程就是在他们之间作瀑布型的循环。MATLAB 语言与其
它语言相比，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把编辑、编译、连接和执行融为一体。它能在同一画
面上进行灵活操作，快速排除输入程序的书写错误、语法错误甚至语义错误，从而加快了用
户编写、修改和调试程序的速度，可以说在编程和调试过程中它是一种比 VB 还要简单的语
言，更不用谈 C 和 C++。
3.

应用示例

3.1.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几乎是任何一个通信工程和电子信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但结果却是看到
诸多的公式推导，让之前数学没学好的同学淹没在数学公式的海洋中，没有一种有效的工具
来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导致越学越没有信心，学到最后只记得几个公式、几个变换，只求通
过考试就行，远远没有达到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应该达到的效果。
如果采用 MATLAB 来进行数字信号处理教学的话，会形象的看到处理后的图形。比如：在家
庭常用的扬声器设计中，经常会把使用双频段分频器，将音频分成高频和低频两段，在分频
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数字信号处理中的卷积的知识，假如低通系统和高通系统的长度均为
N=183，采样频率为 44100HZ，低通系统和高通系统的截止频率均为 1000HZ，则低通系统和
高通系统的波形及对应的幅频响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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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频信号的频率响应效果图

图 2 高频信号的频率响应效果图

3.2.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可以通过 MATLAB 来快速开发相应的物体跟踪算法，在 MATLAB 命令
行中敲击相应的代码，立马可以看到算法运行后的效果图。图 3 是运动物体特征点匹配的跟
踪算法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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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运动物体点匹配的跟踪算法示意图
首先将各帧图像灰度化，通过 Sobel 算子和 Laplacian 算子对灰度图像进行计算求特征值，对
各帧图像中的特征点进行匹配，用线连接各个匹配的点，就得到了运动物体运动的轨迹。匹
配算法需要有一个判决：在运算得到的特征点空间，15*15 空间内，由前向后和由后向前计
算对应特征点，只有两种计算都在匀速的误差范围内才判决两个特征点为匹配特征点，该匹
配算法可以解决常见匹配算法中的误匹配、漏匹配等状况。该算法在立体匹配、运动物体跟
踪方面有较好的效果。图 4 为特征点计算效果图、图 5 为运动物体跟踪效果图。

a.原图

b.Sobel效果图

d.最终效果图

c.Laplician效果图

图 4 特征点计算效果图

图 5 运动物体跟踪效果图

1163

4.

教学建议

目前 MATLAB 在我国大学已得到了广泛应用，电子信息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这门课程，但是
MATLAB 教材大都仅仅介绍了一些基本应用及编程，讲授的内容和电子信息类专业知识结合
得不够，加之课时又少，很多学校把它安排在大四上学期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够重视、兴趣
不浓，仅仅把它看做一门 普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不能把它和自己专业课程的学习紧密联系
起来，和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有点背离。为了更好地将 MATLAB 融入到专业课程的学习之
中，发挥 MATLAB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作用，提出以下的教学改革建议：
尽早开设 MATLAB 课程，使得学生有兴趣深入钻研 MATLAB 编程和 Simulink 仿真等知识，
建议本部分在电子信息工程导论类课程中引入 MATLAB 教学知识，教会学生基本的 MATLAB
知识和 MATLAB 解决基本问题的实例，主要以引导学生兴趣为主。
分层次的运用 MATLAB 解决专业的问题。建议在大学期间，可以调整学生学习 MATLAB 基
本应用，用 MATLAB 来解决常见的问题，通过调用相应的函数来实现；MATLAB 中级应用，
主要是指在各个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用 MATLAB 来解决各个专业课的问题，这部分需要熟
练掌握 MATLAB 各个工具箱的使用；MATLAB 高级应用部分，主要是针对进度较好的学生，
指导这类学生利用 MATLAB 来进行科学研究、数学建模、复杂系统仿真部分内容。
建议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的理论教学中，引入 MATLAB 效果演示部分内容。在讲授信号与
系统、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等课程的时候，采用 MATLAB 进行仿真实验，借助 MATLAB
仿真帮助理解各种抽象难懂的概念及复杂的运算，尝试用 Simulink 进行中等难度的仿真，使
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用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激发学生的兴趣。在课后，
有计划的给学生分阶段的布置一些有挑战性的题目，用 MATLAB 来进行解答，并进行相关使
用心得、简单的科研论文的撰写等，这些都能慢慢的增强学生使用 MATLAB 解决问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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